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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列出2019年12件民生实事任务清单

高速人工收费移动支付全覆盖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

电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
春耕 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2019年，交通运输部
列出了 12件民生实事任务清
单，推动交通运输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是新改建农村公路 20
万公里，今年年底完成剩余具
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
路建设。

二是新增通客车建制村
5000个，其中贫困地区不低于
3000个，推动“通村村”农村出
行服务平台创新应用。

三是实施乡道及以上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4万公里、
危桥改造4700座。

四是在全国选择公路服务

区、骨干物流通道、物流园区，
试点建设100个“司机之家”。

五是在实现普通货运车辆
综合性能检测联网基础上，实
现普通货运车辆全国年审网上
办理。

六是实现汽车维修电子健
康档案省级系统全覆盖，部省
系统数据实现互联互通。

七是实现高速公路人工收
费车道手机移动支付全覆盖。

八是推进 73个城市公交
都市示范工程创建工作，开展
10个公交都市创建验收，实现
验收城市的公共交通乘客满意
度达到85%以上。

九是实现全国 260个地
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其中 20个地级以上城

市实现交通一卡通移动支付
应用。

十是建立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班轮化运营模式，建成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联网售票服务
系统，客滚班轮准点发班率达
90%，旅客平均过海时间较
2018年缩短30分钟。

十一是建设长江三峡通航
综合服务区，形成集三峡水上
温情驿站、过闸船舶安检站、绿
色通航服务站于一体的“一区
三站”综合服务基地。

十二是扩大船舶大气污染
排放控制区范围助力沿海和内
河港口城市改善空气质量，实
现船舶减排硫氧化物 34.5万
吨、颗粒物5.0万吨，同比2018
年均减少60%。⑥4

据新华社上海 1月 24日
电 24日，5只生物钟紊乱体
细胞克隆猴登上中国综合英文
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封面，标
志着中国体细胞克隆技术走向
成熟，实验用疾病模型猴批量
克隆“照进现实”，全球实验动
物使用数量有望大幅降低，药
物研发驶入“快车道”。

“10年攻关+10亿美元投
入”几乎是目前新药出炉的“标
配”，然而，即便投入如此之巨，
失败概率仍超 90%。科学界
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遗传
背景一致的实验用疾病模型
猴。

猕猴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

实验动物。2017年，“中中”
“华华”的成功克隆解决了让野
生猕猴遗传背景一致的问题，
却未能解决疾病模型猴的构建
难题。这一次，在严格遵循科
研伦理的前提下，中科院神经
科学研究所张洪钧、孙强、刘真
团队首次通过敲除“关键基因”
的方法，获得 5只生物钟紊乱
严重程度不同的疾病猴，而后，
他们从中选取了一只紊乱特征
最为明显的猕猴作为克隆“原
型”，通过采集其体细胞的细胞
核 ，最 终 获 得 5只 克 隆 疾 病
猴。目前年龄最大的已超半
岁，年龄最小的也已超过 3个
月。至此，疾病模型猴的构建

难题被攻克。
业内专家认为，“中中”“华

华”的细胞核来自雌性胎猴，而
此次5只克隆猴的细胞核来自
雄性青年疾病猴，操作要求更
高、实现难度更大，这表明中国
体细胞克隆技术走向成熟。

目前，每年全球药物研发
会使用大量实验动物进行药
物安全性和代谢检测，还会招
募众多临床试验人群做药效
评估。随着疾病模型猴批量
克隆技术不断成熟完善，未来
全球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有
望大幅降低，临床试验人群服
用无效药物的比例也将大大降
低。⑥4

露骨试题雷翻考生
教育厅都看不下去了

“你与异性有过性交
往吗？”“艾滋病好在什么
地方？”“你心中的异性偶
像选好了没有？”“你要不
要借一个好的种？”……近
日，广西北海艺术设计学
院两份雷人试卷因考题露

骨、任性引发网络热议。
本应严肃的试题缘何摇身
变 成 涉 及 个 人 隐 私 的 摸
底？这些看上去“三观”不
正、与专业无关的试题，缘
何能走进考场？新华社记
者对此展开调查。

20日，两份印有“北海
艺术设计学院期末考核试
卷”的试题在网络疯狂传
播，试卷被传是该校两门思
政课程的期末考试试题，

“做梦想娶媳妇有错吗？”等
部分试题内容相当露骨。

不少网友表示，思路迷
之魔幻的考题不禁令人头
皮发麻，有人认为学生人格
受到侮辱、隐私权被侵犯，
甚至声讨命题者。

试题是否经过审核？
教师行为规范何在？“中国
网事”记者独家采访了事件
当事人。

“网上所流传的图片是
真实的，是我出的题。但因
印刷环节出现失误，误将

‘二年级思想思考题’印成
了‘期末考核试卷’。”该校
执行董事郑某说，两门课程
的“期末考核试卷”已经在
本月 12日考完，20日的两
份题目属于额外增加的思
考性试题。郑某随后向记
者展示了 1月 11日他将试
题传到工作群里的记录，其
标题为“二年级思想思考
题”。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位
于广西北海市，是一所经教

育部批准的艺术设计类二
本院校，学校于 2000年开
始招生，目前在校生1万余
人。记者到达校园采访时，
学校已经放假，鲜有学生身
影。

郑某说，类似考试内容
已出现多年，一般面向大
一、大二学生，每年都会根
据当下流行的社会现象进
行调整。

23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 教 育 厅 公 布 了 调 查 结
果：网络上反映的 1月 20
日的考核试题，不是上述
两 门 课 程 的 期 末 考 核 试
题，而是郑某出的一、二年
级“思想思考题”，这些思
想思考题也不是规定的课
程考试内容。“思考题”变

“试卷”是由于该校有关人
员工作极端不负责任，将
两套思想思考题分别套在
两门期末考核试题题框下
印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
厅已责成该校作出书面深
刻检查，对存在问题立即整
改。该校执行董事郑某引
咎辞职,撤销了一名副校长
和教务处处长、学工处处长
的职务。

雷人试卷引发网上争议

记者从学校拿到这两
份争议试题，分别包含试题
48道、53道，内容涉及性健
康、艾滋病、个人情感、综合
素质等多方面内容，学生可
实名作答也可放弃，部分题
目不需作答。

“出题的本意实际上是
为 了 提 升 学 生 的 安 全 意
识。”郑某说，大学是学生树
立正确“三观”的关键期，当
前一些学生缺乏防范意识
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考
题是想通过逆向思维刺激
学生重视自身安全”。

“比如‘艾滋病好在什
么地方’，我们想以此刺激
学生的神经，重视性行为健
康与安全。”郑某说。

记者从试题中看到，雷
人、劲爆的试题占比约为
20%，其他还有例如“人生

的意义是什么？”“怎么理解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怎
么产生的？”等充满正能量
的题目。

记者采访了多位学生，
2018级动画专业一名学生
说，全班40多名同学基本都
答了题。一些学生认为如此
出题方式来获取答案有侵犯
隐私权的嫌疑，也有一些学
生表示“都是成年人了，通过
答卷可以提升性健康意识”，
对出题者表示理解。

该校党委书记、教育
督导专员李高南坦言，出
题人并非带有恶意，但这
种出题方式值得商榷，学
校在命题管理上确实存在
问题，一些同志缺乏责任
心，校方今后将吸取教训，
加以改正。⑥4

据新华社电

窥探隐私还是逆向思维？

模拟人类疾病的克隆猴诞生
世界首例 药物研发将驶入“快车道”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
电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日前联合印发了《长城保护总

体规划》，明确了长城保护的重
点是秦汉长城和明长城。

据了解，秦汉长城现存墙
壕遗存2100余段，单体建筑遗
存近 2600座，关、堡遗存近

300座，相关设施遗存约 10
处，另有成体系的汉代烽火台
遗存。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
西至甘肃嘉峪关，现存墙壕遗
址总长8800余千米。⑥4

《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发布

秦汉长城和明长城为保护重点

保育室里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


